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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○六年六月一日 

第 20卷第 26期 

第 1005次例會 

國際扶輪 3460地區台中市第 2-3 分區 

 

大里國光扶輪社 

ROTARY CLUB OF TA-LI KUO-KUANG 

Meets:Every Thursday 6:30pm 

Add:1F.,No.32-2,Aixin Rd.,Tali 

Dist.Taichung City 412,Taiwan 

Tel:886-4-24070672  

Fax:886-4-24071295 

社址:台中市大里區愛心路 32-2號 1F 

電話:(04)-24070672傳真:(04)-24071295 

 

 

      

      本週例會 6月11日  星期四 下午6:00 

      地  點:菊園婚宴會館  

      司  儀:林毅勳 CAR 

      專題演講:社友時間 

           

 

 

  
 

  
 

社 長：曾建忠 副社長：鐘錦坤  秘書：何應欽  會計：張祈雄 糾察：陳威岳 

 

 節目主委：劉國勳 

出席主委：林毅勳 

聯誼主委：邱翊紘 

社刊主委：葉仲任 

授證主委 : 黃輝錦 

 

社 務 行政主委：鐘錦坤 

社員委員會主委：康賜鑫 

服 務 企劃主委：劉憲隆 

扶 輪 基金主委：曾復興 

公關委員會主委：蔡秋明 

新世代服務主委 : 陳鴻文 

 

2016-2017年度理事 

曾建忠、林炳村、張明選 

鐘錦坤、黃輝錦、何應欽 

劉顯彰、李國文、康賜鑫 

曾復興、劉國勳、張祈雄 

吳宗隆、劉憲隆、黃承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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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

NET社長的話 

    各位社友、各位夫人， 大家晚安..大家好！ 

 

今天是6月份的首次例會，也是本屆最後一次正式例會活動，一年的

社長任期即將屆滿，團隊也在將交接典禮後就要正式交棒。這一年是投入

扶輪最好的學習機會，是責任與奉獻，更是生命旅程難得的一次經驗！做

得好不得連任，做不好不能留級續任！月曆天天過，日子不停走！社長心

情，五味雜陳！ 但唯有感恩的心一直常駐心頭! 

 

雖說已屆任滿，但是還是有幾項任務未完待續…. 

6/2 上午將舉行PM2.5空氣品質監測器啟用儀式，邀請地區長官及地

方首長及捐贈廠商，共同參與活動. 

6/8-6/17 本社共計18位社友及夫人，將啟程參加美國亞特蘭大-世界

年會暨慶祝扶輪基金一百周年活動. 

6/23 假潮港城舉行2016-17感恩晚會及年度頒獎儀式 

6/30 於菊園婚宴會館德芳店舉行20-21屆 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禮 

 

以上活動敬邀 社友及夫人們踴躍出席 

 

今晚的例會節目，我們特別安排這次的社友時間，檢討本年度的缺失

與各項建議，也讓社友們一同來聊聊這一年來推動的各項社務或是活動中

的軼聞趣事!希望大家踴躍發言、提問，大家透過此平台交換彼此意見! 

 

恭賀 SMILE夫婦 喜獲麟兒再添國光壯丁 

祝賀 PP.PU 圓滿完成女兒出閣囍事      …社友及夫人同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謝今晚全體例會的社友及夫人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祝福  各位身體健康！萬事如意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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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秘書報告 

(一)、總監辦事處來函 : 

主    旨：本地區將於06月04日~06月10日舉辦接待學生七天六夜環島旅

遊，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交換學生準時報到，如說明及附件，惠請查

照轉知。 

說    明： 

茲附上今年度接待學生七天六夜的環島旅遊行程表，如《附件一》；請各

接待社務必協助交換學生辦理請假事宜，也請各接待家庭準時將學生接送

至指定集合地點，函請查照辦理。 

集合時間：06月04日（星期日）上午6:30，逾時不候。 

集合地點：台中火車站2樓大廳層。 

解散時間：06月10日（星期六）請各接待家庭當天與學生聯絡到達台中之

確切時間，並準時將學生接回。 

解散地點：哈漁碼頭(台中魚市場)前。 

1.參加活動前，請貴社RYE輔導顧問告誡外籍學生需遵守RYE各項規則與參

與本活動相關注意事項，學生若違反規定將直接取消本次活動後續參加資

格。 

2.對本活動如有疑問，請與活動事務組長聯絡：阮仁川先生 Wasabe(手機: 

0911-106833‧烏日社) 

 

(二)、青年高中扶少團邀請友團參加高空體驗活動 

時間：106年6月4日(日)08:30-17:00。 

每人自付餐費100元，報到時繳交，其餘費用由南光社支應。 

參加者需辦理保險(名冊如附件)，請於5月31日mail至南光扶輪社。 

身體健康調查表(樣式如附件三)當日繳交。 

邀請對象：新民高中、明道高中、台中高工、臺中家商、興大附中、文華

高中、員林家商、田中高中、溪湖高中、青年高中。 

每校以10人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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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：青年高中( 412台中市大里區中湖路100號) 

附件一、探索教育課程預定表 

 

 

 

 

CAR出席主委報告 

一、第1004次例會，5月27日例會 

1.社友人數:64位 寶眷社友19位   2.出席人數:81位  3.出席率: 98% 

 

ANDY節目主委報告 

(一)、6月1日(星期四)第1005次例會下午6點30分，地點:菊園婚宴會館。 

      節目:社友時間     地點:菊園婚宴會館。 

 

(二)、原6月8日(星期四)第1006次例會變更6/11(日) 舉辦亞特蘭大 

      世界年會-休會一次。 

 

(三)、原6月15日(星期四)第1007次例會變更至6/23(星期五)舉辦感恩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題 備註 

08：30~09：00 報到 相見歡  

09:00-12：00 
探索簡介 

平面課程 

破冰、團隊建立、團隊

信任增進、信任支持 

 

12：00-13：00 午餐&休息 

13：00-16:30 

確保練習 

高空體驗 

 

溝通協調、信任培養、

克服恐懼、挑戰自我 

 

16：30~~17:00 回饋 反思與回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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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晚會。  地點:台中潮港城餐廳 

 

(四) 、原6月22日(星期四)第1008次例會變更至6/30(星期五)舉辦 

       20、21屆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禮。報到時間17:20 

       地點:菊園婚宴會館。 

 

TOOL會計報告 

一 、請社友繳交2016-17年 下半年度社費 

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利社務推動，謝謝您的配合。 

戶名:臺中市大里國光扶輪社    

三信商業銀行南門分行(147) 帳號:09-2-0065338 

二、2016-17下半年度社費，收費明細如下:常年會費$30,000、扶輪月刊 

  $600、RI會費$750、贊助台北扶輪年會$1,000，共$32,350元 

三、寶眷社友收費明細如下:RI會費$750，共$750元 

四、社長:10點 副社長:5點 秘書:3點 理事:2點 社友:1點 合計:91點 

    210945 / 91 = 2318  (分攤金如下) 

     

社長:$23180 副社長:$11590 秘書:$6954 理事:$4636 社友:$23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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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政憲社友&陳奕源社友職業分享    沖繩郵輪之旅暨職業參訪 

      

          5/20參加金蘭社:台北南海社授證25周年慶典 

 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-17年度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0601期  
 

7 

             5/27 黃輝錦PU.PP&素珠夫人 千金出閣大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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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7週 

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扶輪特別月。 

扶輪特別月（Special Months in Rotary）：國際扶輪理事會特別指定之

月份，其目的是在強調每個扶輪社員參與扶輪社活動，而非僅是扶輪社而

已。加強參加扶輪活動的月份分別為： 

8 月：社員及擴展月（Membership and ExtensionMonth） 

9 月：新世代月（New Generations） 

10 月：職業服務月（Vocational Service Month） 

11 月：扶輪基金月（Rotary Foundation Month） 

12 月：家庭月（Family Month） 

1 月：扶輪理解推行月（Rotary Awareness Month） 

2 月：世界瞭解月（World Understanding Month） 

3 月：識字月（Literacy Month） 

4 月：扶輪雜誌月（Magazine Month） 

6 月：扶輪聯誼月（Rotary Fellowships Month） 

今天，扶輪行事曆包含幾個特別紀念日期：10個特別月份、2個特別週—

〝世界扶輪青年服務團週〞 (3月13日該週)、〝世界扶輪少年服務團週〞 

(11月5日該週)、以及〝扶輪的誕生日〞-亦是〝世界瞭解及和平日〞 (2

月23日)。 

※註一：是於1983-84年度扶輪之5個〝特別週〞改為〝特別月〞Special 

Months in Rotary，當時訂為：九月青少年活動月(目前的新世代月)、十

月職業服務月、十一月扶輪基金月、二月世界瞭解月、四月扶輪雜誌月。) 

※註二：「扶輪休閒與職業聯誼」更名為「扶輪聯誼會」，自2002年1月1

日起生效。2001年6月15-20日在美國伊利諾州第一扶輪中心大樓舉行的

2000-01 年度國際扶輪理事會修改了扶輪休閒與職業聯誼計劃，自2002 

年1 月1 日起，包括保健及醫療方面的聯誼在內，改用新的名稱「扶輪聯

誼」。國際聯誼及服務仍將是該計劃的基本目的；理事會同意，此一計劃

不得用以宣傳推動政治及社會論點， 

或用以從事提倡任何種類的主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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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扶輪服務人類 

 

2016-2017年度扶輪主題 

 

扶輪之宗旨： 

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

務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，尤其著

重於鼓勵與培養 

第一：增廣認識為擴展服務之機

會。 

第二：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

高道德之標準；認識一切有益於社

會的職業之價值，及每一扶輪社員

應遵重其本身之職業，藉以服務社

會； 

第三：每一扶輪社員能以服務理想

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。 

第四：綜合具有服務理想之各種事

業及專門職業人士，以世界性之聯

誼，增進國際間之瞭解、親善與和

平。 

扶輪之四大考驗： 

我們所想、所說、所做的事，應事

先捫心自問: 

一、是否一切屬於真實? 

二、是否各方得到公平? 

三、能否促進親善友誼? 

四、能否兼顧彼此利益? 

 


